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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治学及教授团队建设教授治学及教授团队建设教授治学及教授团队建设教授治学及教授团队建设 

 

开学伊始开学伊始开学伊始开学伊始，，，，大学召开教授工作会议大学召开教授工作会议大学召开教授工作会议大学召开教授工作会议，，，，部署教授团队建设及教授治学部署教授团队建设及教授治学部署教授团队建设及教授治学部署教授团队建设及教授治学

相关事宜相关事宜相关事宜相关事宜。。。。从我们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从我们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从我们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从我们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经过几年的建设经过几年的建设经过几年的建设经过几年的建设，，，，在学科点在学科点在学科点在学科点、、、、

工程中心工程中心工程中心工程中心、、、、科研及教学等方面均取得较快发展科研及教学等方面均取得较快发展科研及教学等方面均取得较快发展科研及教学等方面均取得较快发展，，，，又借又借又借又借 12121212----5555 内涵建设之内涵建设之内涵建设之内涵建设之

良机良机良机良机，，，，在经费在经费在经费在经费、、、、场地方面有较充足的支持场地方面有较充足的支持场地方面有较充足的支持场地方面有较充足的支持，，，，目前的关键还是人才问题目前的关键还是人才问题目前的关键还是人才问题目前的关键还是人才问题。。。。

人才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解决人才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解决人才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解决人才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解决：：：：一是引进一是引进一是引进一是引进，，，，二是培养二是培养二是培养二是培养。。。。教授团队是人才培教授团队是人才培教授团队是人才培教授团队是人才培

养的最佳模式养的最佳模式养的最佳模式养的最佳模式，，，，可以激发教授的潜能可以激发教授的潜能可以激发教授的潜能可以激发教授的潜能，，，，可以带动后备人才的成长可以带动后备人才的成长可以带动后备人才的成长可以带动后备人才的成长。。。。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我们的学科带头人我们的学科带头人我们的学科带头人我们的学科带头人、、、、教授要行动起来教授要行动起来教授要行动起来教授要行动起来，，，，认真规划团队认真规划团队认真规划团队认真规划团队的建设的建设的建设的建设，，，，为大学教为大学教为大学教为大学教

授团队的全面实施做好准备授团队的全面实施做好准备授团队的全面实施做好准备授团队的全面实施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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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学校召开学校召开学校召开 2012 年工作务虚会年工作务虚会年工作务虚会年工作务虚会 

（摘自校园网） 

   2 月 13 日至 14 日，学校在图文信息中心报告厅召开“聚焦教授治学，推进现代大学制度”

2012 年工作务虚会。校领导燕爽、许晓鸣、白苏娣、张仁杰、李江、陈敬良、郑刚、陈斌、江

才妹、朱南勤等出席，各学院（部）党政主要负责人、有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全体教授与

会，会议由党委书记燕爽主持。教授代表等与会人员围绕会议主题进行自由发言，畅谈了各自

对团队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提出了关于团队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也分享了团

队建设的经验，达成了共识，会场气氛十分热烈。 

    会议就我校“教授治学与团队建设”总体方案进行了介绍，分析了教授治学与团队建设的

背景，提出了指导思想、教授团队的模型、建设路线、建设目标，说明了团队建设的资源保障、

日常管理、团队考核评估等事项。会议指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我校冲击百强的唯一竞争优

势，加强高水平教授团队建设是推进教授治学的首要任务，也是学校“十二五”发展战略的关

键。学校拟在建设教授知识传授团队的基础上，遴选组建知识创新团队和知识服务团队，“十

二五”期间，学校要逐步实现教授团队化的目标。 

    许晓鸣校长作《教授的治学权与责任制》主题报告。他指出，2012 年是我校“十二五”事

业发展的关键之年，学校提出的“百强”目标能否达成取决于教授团队的学术竞争力，因此，

学校“十二五”的“重中之重”是落实教授治学，建设 200 支实力强大的教授团队。 

    许晓鸣在分析现代大学制度的权力框架基础上指出，目前，落实教授学术权力迫在眉睫，

而教授责任制是落实教授治学权的前提。教授责任制的具体内涵为：教授以高度责任感带领教

学团队完成高质量的知识传授任务，以敏锐洞察力带领科研团队完成高质量的知识服务任务，

以前瞻领导力带领科研团队完成高水平的知识创新任务。教授在团队建设中承担着领衔组建、

优化管理教授团队的重任。教授责任制落实后，学校将即时落实相应的团队业绩津贴和团队业

务经费，教师的专业职务晋升将侧重考察能否胜任教授团队负责人、是否具有足够的学术威信。 

 



最后，许晓鸣指出，教授治学有利于学生获得更优质的教育和更强的竞争优势，有利于教

师获得更优厚的待遇和更大的发展平台，有利于学校具有更卓越的师资和更高的社会地位。教

务处、研究生部、人事处、科技处等职能部门与各学院要为建设教授团队，推进教授治学提供

良好的管理和服务，而教授在富国、强校和育人工作中责无旁贷。 

    党委书记燕爽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建设教授团队是实现教授治学的重要手段和方式，是完

善我校办学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抓手，是我们在现有管理之中增加的一个制度供给和新的发展

方式。他指出，今年学校将继续深入开展服务型机关建设，加强学院的服务能力，他希望教授

带头对服务人员给予支持和尊重，支持学院的服务文化建设；今年下半年学校还会继续开办教

授研修班，深入讨论教授治学与团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出现的新问题，他希望教授积极报名

参加，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推动团队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 
 

 

我院参与组织首届中国国际康复医学工程大会我院参与组织首届中国国际康复医学工程大会我院参与组织首届中国国际康复医学工程大会我院参与组织首届中国国际康复医学工程大会 

 

近日，我校与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医

学工程专业委员会的有关康复工程专家在北京召开联席会议，会议一致确定共同发起主办国际

康复医学工程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Rehabilitation Medical Engineering），并将于 2012

年 5 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大会。2012 年大会将由我校与上海交大共同承办。 我院生物力学与

康复工程研究所所长喻洪流教授参与了本次大会的发起与组织工作，并担任学术委员会与本地

组委会共同主席。 

随着我国社会的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及残疾人事业的需要，康复医学与康复工程技术在我国

越来越受重视。为了适应及促进我国康复事业的发展，将期待建立一个全国性产学研医用管的

综合性技术交流平台，本大会将计划培育成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综合性康复医学工

程会议。 

本次大会将与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暨第七届中国国

际康复护理展览会同期举办。本大会计划办成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康复工程学术交流会议。  

希望我院师生踊跃投稿，以支持该会议，会议第一轮通知如下： 

 

国际康复医学工程国际康复医学工程国际康复医学工程国际康复医学工程会议会议会议会议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1. . . . 会议介绍会议介绍会议介绍会议介绍 

随着我国社会的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及残疾人事业的需要，康复医学与康复工程技术在我国越来越受

重视。为了适应及促进我国康复事业的发展，将于 2012 年 5 月 17-18 日在上海举办国际康复医学工程会

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Rehabilitation Medical Engineering），期待建立一个全国性产学研医用管的

综合性技术交流平台，大会力求培育成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综合性康复医学工程会议。会议

的主题是““““让技术更好地提升康复服务让技术更好地提升康复服务让技术更好地提升康复服务让技术更好地提升康复服务””””。 

本次大会与 2012 年 5 月 17-19 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暨第七届

中国国际康复护理展览会同期举办，博览会将吸引康复、保健、老年人服务等企业、单位参加，展示国

内外康复辅具、老人护理设备、保健娱乐设施等产品。国际康复医学工程大会与博览会将相互促进，吸

引更多的企业和专家学者参与学术交流或洽谈合作，参会代表将有机会及时了解国内外最新的康复工程

技术与康复辅具产品。 

2. 会议时间和地点会议时间和地点会议时间和地点会议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2012 年 5 月 17-18 日 

会议地点：中国上海 

3. 会议组织会议组织会议组织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医学工程专业委员会、清华大学、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

心、上海理工大学 

承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康复工程研究所、上海理工大学生物力学与康复工程研究所 

会议执行承办单位：上海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中国康复器具协会

假肢矫形器学术专业委员会、 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专业委员会、 中国盲人协会、中国

聋人协会、中国肢残人协会、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中国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上

海康复医学工程研究会、上海康复器具协会 

4．．．．同期学术活动同期学术活动同期学术活动同期学术活动 

1) 截瘫患者康复辅助技术讲习班（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治疗委员会康复辅助器具学组合作举办） 

2) 假肢矫形器讲习班（中国康复器具协会假肢矫形器学术专业委员会、上海康复器具协会合作举办） 

3) 助听器讲习班 

4) 骨科与神经康复讲习班 

5) 可穿戴式运动传感器和康复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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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会议征文通知会议征文通知会议征文通知会议征文通知 

本次会议将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作专题报告，会议将集聚国内外从事康复工程与康复医学的研究

人员和医务人员，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共同促进康复医学工程的发展与应用。 

本次大会将出版电子版论文集，录用的学术论文将推荐到《中国数字医学》（核心期刊）、《中国康

复医学杂志》（核心期刊）等杂志发表。评选出的优秀会议论文将推荐到国际英文期刊发表。欢迎大家

积极投稿！ 

5.1 征文范围征文范围征文范围征文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包括但不限于包括但不限于包括但不限于））））  

假肢与矫形器技术 

轮椅技术、交通无障碍技术 

       计算机无障碍技术 

机器人康复技术、虚拟现实康复技术 

家庭护理与监控系统 

功能性电刺激 

电生理信号检测与分析、可穿戴康复系统 

运动检测与分析、运动康复 

视觉听觉康复、神经康复 

人工假体与置换技术、肌骨康复  

中国传统康复治疗方法  

5.2 征文要求征文要求征文要求征文要求 

1) 论文未提交其它会议或未被期刊录用发表 

2) 论文撰写语言：英文、中文均可。英文论文按 IEEE 会议文章格式，模板可从会议网页下载。 

3) 论文包含：文章题名、作者署名、单位（通讯地址、邮编）、摘要、关键词、引言、正文、结论、

参考文献。文章长度限制在 2～4 页 A4 纸。 

4) 中文论文需提供英文题名、作者、单位（通讯地址、邮编）、摘要、关键词。 

5) 论文提交方式：只接受电子投稿（同时提交 Word 与 Pdf 格式文件）；来稿必须使用 Word2003 排版。 

6) 投稿者请在论文最后写上通讯作者姓名、单位、通信地址、电话（手机号码）及 E-mail 地址，以

便联络。 

5.3 重要日期重要日期重要日期重要日期 

征文截止日期：2012 年 3 月 15 日（收到日期） 

录用通知日期：2012 年 4 月 10 日（发出日期） 

提早注册日期：2012 年 5 月 5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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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来稿联系方式来稿联系方式来稿联系方式来稿联系方式（（（（请注明请注明请注明请注明 CRME 征文征文征文征文）））） 

会议会议会议会议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 

上海交通大学  王晓瑜 

通讯地址：上海市华山路 1954 号，上海交通大学 Med-X 研究院康复工程研究所 

邮政编码：200030 

电    话：021-62933026 

电子邮件：CRME@sjtu.edu.cn 

 

上海理工大学 张宇玲 

通讯地址：上海市军工路 516 号，上海理工大学生物力学与康复工程研究所 

邮政编码：200093 

电    话：021-55271205 

电子邮箱：zhangyl@usst.edu.cn 

 

学会学会学会学会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 

康复医学工程专业委员会 王人成 

通讯地址：北京清华大学精仪系 

邮政编码：100084 

电    话：010-62786853 

电子邮件：wangrc@tsinghua.edu.cn 

 

 会务及企业赞助联系人会务及企业赞助联系人会务及企业赞助联系人会务及企业赞助联系人：：：： 

上海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朱筱曼  

     通讯地址：上海市娄山关路 55 号，新虹桥大厦 8 楼 801-804 室 

     邮政编码：200336 

电话：86-21-62952907 

     电子邮箱：1265345184@qq.com 

7. 会议网站会议网站会议网站会议网站 

http://med-x.sjtu.edu.cn/ire 

http://re.usst.edu.cn 

http://www.china-aid.com 

欢迎上网查询大会各项文件和最新通知 

 



 

8. 会议会议会议会议组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 

1）会议共同主席会议共同主席会议共同主席会议共同主席：：：： 

   戴尅戎 王喜太 Clifford E. Brubaker（美国） 

2）国际委员会共同主席国际委员会共同主席国际委员会共同主席国际委员会共同主席：：：： 

  高忠华 励建安 Toshiyo Tamurat（日本） 

  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委员会委员（（（（按姓氏拼音首按姓氏拼音首按姓氏拼音首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字母排序字母排序字母排序）：）：）：）： 

柴惠敏（台湾） 陈启明（香港） 陈振声 樊瑜波 何际平（美国） Juliet Hou（美国）胡天培 胡永

善 季敏 金德闻 李建军 刘宝林 燕铁斌 岳光辉（美国） 张立群（美国），赵黎 郑诚功（台湾） 

朱图陵 朱向阳 朱振安 

3）学术委员会共同主席学术委员会共同主席学术委员会共同主席学术委员会共同主席：：：： 

蓝宁 季林红 张晓玉 喻洪流 

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毕胜 蔡萍 陈方 陈光 陈卫东 范佳进 方新 李德玉 李光林 李悦（加拿大） 刘安民（英国） 裴

国献 陶春静 王金武 王人成 王友 谢叻 谢青 俞文伟（日本） 吴毅 张申 张天宇 赵正全 郑洁皎 

周平（美国） 

4）地方组织委员会共同主席地方组织委员会共同主席地方组织委员会共同主席地方组织委员会共同主席：：：： 

  谢叻 喻洪流 朱筱曼 

地方组织委员会地方组织委员会地方组织委员会地方组织委员会（（（（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蔡斌 王国兴 王金武 闫士举 张定国 张宇玲 赵改平 

5）大会联络大会联络大会联络大会联络：：：： 

 大会联络人大会联络人大会联络人大会联络人：：：：王晓瑜 张宇玲 王人成 

 会务及企业赞助会务及企业赞助会务及企业赞助会务及企业赞助联络人联络人联络人联络人：朱筱曼 

 骨科转化会议联络人骨科转化会议联络人骨科转化会议联络人骨科转化会议联络人：王金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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